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畹町口岸首開 一口岸多通道

建設國際陸港大公路通道
9月15
15日上午
日上午，
，雲南畹町口岸芒滿通道開始臨時對外開放
雲南畹町口岸芒滿通道開始臨時對外開放，
，經該通道直抵緬
甸105
105碼邊貿區僅有
碼邊貿區僅有13
13..5公里
公里，
，全程為二級標準公路
全程為二級標準公路，
，成為目前除原畹町橋通道
外，國內到緬甸
國內到緬甸105
105碼最快
碼最快、
、最便捷的口岸通道之一
最便捷的口岸通道之一。
。
芒滿通道開我國口岸設置 「一口岸多通道
一口岸多通道」」 先例
先例，
，為中國未來的口岸建設帶來了
一次 「先行先試
先行先試」」 的有益嘗試
的有益嘗試，
，通道的建設將以充分滿足中緬雙邊貿易
乃至中歐、
乃至中歐
、 中非多邊貿易的國際陸港現代化
大公路通道為目標，
大公路通道為目標
， 有望在未來改變
中緬邊貿進出的區域格局，
中緬邊貿進出的區域格局
， 促成德宏
新一輪的邊貿大發展。
新一輪的邊貿大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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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滿通道規劃效果圖

芒滿通道綜合優勢凸顯
作為中國著名抗戰名鎮，德宏畹町與緬甸九谷山水相
連，是中國西南陸路通往緬甸及東南亞各國的主要通道，
歷來被譽為 「西南國門」。抗日戰爭期間，幾十萬中國遠
征軍和盟國援助中國抗戰的軍火物資即是通過畹町進出，
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解放後，在優勢區位的帶動
下，畹町成為中國對外開放較早的地區之一，邊境貿易十
分紅火，素有 「
小香港」的美譽。

◀畹町口岸芒滿
通道區位交通圖

德宏速遞
對於先臨時開放三個月的安排，瑞麗市副市長、畹町
工委副書記、管委主任李紅介紹說： 「芒滿通道 『一口岸
多通道』建設在全國是首次嘗試，根據雲南省商務廳的規
劃，芒滿口岸的開放將分三步走：第一申報開啟芒滿通道
臨時開放，第二列入中緬政府關於中緬邊境管理與合作的
協定，第三列入一口岸多通道。」

德宏赴緬
簽約8662萬美元

打造畹町邊貿經濟新增長極

▲芒滿通道實景
2011年，隨着瑞麗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的正
式啟動，瑞麗姐告口岸以及緬甸105碼特區的貨運相繼進
入 「緊張狀態」，一些時效性較強的貨物如海產品、時鮮
蔬菜等常常因口岸貨物進出繁忙導致積壓而造成不必要的
損失，提升通關能力成為了中緬合作的一大共識。
2012年11月，緬甸副總統在中緬會談中提出了 「緩解
木姐口岸貨物的擁擠和滯留，把緬甸105碼一部分貨物分
流至九谷—畹町口岸進口」的構想。雲南省外辦、省商務
廳、德宏州商務局經過多方調研，遂提出了建設畹町口岸
芒滿通道的意見建議，並逐步展開相關工作。
在各方的大力推動下，2013年8月27日，國家口岸管
理辦公室正式批覆同意畹町口岸芒滿通道於2013年9月15
日至2013年12月15日臨時對外開放，芒滿通道的建設邁出
了實質性的一步。
芒滿通道位於畹町城區西南約8.4公里處，從該通道
進口的貨物入境後可直接經320國道進入內地；而從國內
出口的貨物經該通道出境也不必再繞道緬甸九谷、木姐、
南坎等地，可直接抵達緬甸最重要的進出口貨物集散中
心——105碼邊貿區。相比途經姐告口岸的路程，從105碼
經芒滿通道到芒市機場全程可縮短20多公里，且路況更
好，通道的開放大大縮短了中緬貿易的貨運距離，減少了
貨運成本。
中共瑞麗市委常委、畹町工委書記党文軍在介紹芒滿
通道的優勢時表示， 「芒滿通道在德宏橋頭堡黃金口岸和
瑞麗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中具有不可比擬的節點
和樞紐優勢。泛亞鐵路西線大瑞鐵路畹町編組站將在芒滿
通道東側不足兩公里處規劃建設；芒滿通道出口4號公路
則直接與國家高速公路網橫向幹線杭瑞高速龍瑞段畹町出
入口對接，通道的交通區位優勢十分突出。另外，中緬沿
芒滿地帶有充裕的土地可供開發利用，僅緬甸一側在通道
入口處就有近2000畝的平整土地可供開發，鄰近通道地區
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因此得到提升改善，畹町口岸芒滿通道
的綜合優勢將更加凸顯。」

瑞麗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方案把芒滿通道定
位為通往緬甸、南下印度洋，通往西亞、歐洲、非洲國際
陸港主要的貨運公路口岸（現明確為一口岸多通道）。李
紅認為： 「芒滿通道的建設目標應該是在西南乃至全國過
貨容量最大，口岸功能最健全、通關便利化最高，充分滿
足中緬雙邊貿易乃至中歐、中非多邊貿易的國際陸港現代
化大公路通道。」
圍繞以上建設目標，自1993年以來，畹町先後投入
6000萬元修建芒滿通道相關基礎設施。目前，水、電、路
配套設施已初具開放條件。2010年，畹町還與緬方簽署協
議，由中方出資對緬方一側至東坎村的道路進行了改造提
升，將之改建為二級公路，該路段已於2011年7月竣工投
入使用。近5個月以來，畹町還對臨時監管場地、房屋進
行了平整、修繕，並投入150多萬元購買辦公用品、接入

▲芒滿通道管理機構臨時辦公地
網絡系統、配置口岸消毒設施，現已能滿足 「一關兩檢」
對進出口貨物的監管需求。
據記者了解，芒滿通道是畹町5平方公里國家級邊境
經濟合作區的核心區。1993年以來，這裡相繼建起了啤酒
廠、高檔木材加工廠、水洗芝麻廠、芒果汁加工廠、澱粉
廠等工業企業和進出口加工廠，已漸成畹町工業園區的支
撐企業。另外，在瑞麗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和中國瑞
麗—緬甸木姐跨境經濟合作區規劃中，面積為3平方公里
的跨境工業園區、畹町新型工業園區和邊民互市交易區均
將在此規劃建設。隨着芒滿貨運通道出境公路提升改造的
完成，這裡有望成為畹町工業和邊貿經濟新的增長極。
「芒滿通道的開放實現出入境人貨分流，將有效保障
畹町口岸大通關、大流通目標的實現。今後，芒滿通道所
承擔的貨物倉儲、物流、中轉等功能將極大緩解姐告口岸
的壓力，國內消費者將有機會品嘗到高品質的，來自印度
洋的海鮮以及緬甸的綠色食品。」李紅高興地展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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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外開放儀式」」 在畹町口岸舉行
時對外開放儀式

「緬甸的深圳
緬甸的深圳」
」
—木姐
木姐105
105碼
碼
緬甸木姐市105碼是緬甸全境投資與開發規模最
大，管理最特殊，政策最優惠的對外貿易區。
2006年，105碼貿易區正式成立。緬甸借鑒瑞麗市
姐告 「境內關外」的做法，將木姐至105碼近300平方公
里的範圍劃為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中方車輛可以直
接到105碼裝卸進出口貨物。緬甸國內物資越過105碼進
入木姐，即被視為出口；進入木姐但不越過105碼的外
國物資不視為進口，同時頒布實行了一系列關稅優惠
政策。
各項優惠政策極大地刺激了緬北地區的經濟發
展，據緬甸商務部副部長彬山介紹，隨着105碼的設
立，木姐的經濟立即進入 「井噴」狀態，在短短的五
年時間裡，木姐的邊貿額從不足5000萬美元達到30億美
元，對華雙邊貿易比例從不足10%升至40%多，105碼一
躍成為緬甸最大的陸路口岸。105碼的發展奇跡，已成
為緬甸口岸經濟發展的一個樣板。
由於105碼經濟上的傑出表現和日益重要的商貿作
用，2006年，原為緬甸縣級行政區劃設置的木姐因此升
格為市，成為緬甸著名的邊境模範城。現在，很多熟
悉緬甸商貿的中國商人已通俗地把木姐稱為 「緬甸的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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畹町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期
畹町是享譽中外的抗戰名鎮、外交名鎮、商貿名
鎮、多元文化名鎮。從過往的發展歷程來看，交通條
件的改變及相關政策的調整對畹町發展有著較大的影
響。現在，隨着芒滿通道的開放及整體發展思路的轉
變，畹町或將迎來新一輪快速發展的歷史機遇期。
1952年，畹町口岸成為新中國首批國家一類口
岸。作為當時中緬貿易進出的重要口岸，良好的交通
區位條件促成了畹町早期的快速發展。至上世紀八十
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在國家逐步放寬邊境貿易政策的
推動下，作為當時中緬陸路交通的唯一
通道，畹町邊境貿易空前活

▲芒滿通道檢疫
部門臨時辦公地

躍、發展快速。1992年，國家批准畹町成為13個陸地沿
邊開放城市之一，並由國務院特區辦批准設立5平方公
里的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在各項優惠政策的扶持
下，商貿業迅速成為畹町的支柱產業。當時的畹町有
470多個商號，進出口貿易總額達3.8億元，成為畹町發
展歷程中的最高峰。
但隨着1992年姐告大橋的建成及2000年姐告 「境內
關外」政策的施行，更為便利的交通條件及優惠政策使
得中緬邊貿的發展重點開始轉向瑞麗姐告，畹町的對外
貿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面對市場環境的改變，畹町隨即調整發展思路，從
挖掘整合文化優勢，形成整體合力入手尋求突破口。
2009年以來，畹町經濟開發區工委、管委緊緊圍繞 「提
升邊關名城，打造文化畹町」的發展戰略和 「強貿、興
工、促旅、優農」的發展思路，實行了 「兩手抓」戰
略：一手抓文化產業，着力挖掘提升以抗戰文化、和平
外交文化、華僑文化、飲食文化、商貿文化、珠寶文
化、民族文化、生態文化、宗教文化九大文化為核心的
畹町邊關文化內涵，推進文化旅遊產業快速發展；一手

抓經濟建設，在鞏固提升邊境貿易之餘着力發展工業經濟，扶持培
育特色農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全力以赴參與瑞麗國家重點開發
開放試驗區建設。
2013上半年，畹町實現生產總值18246萬元，同比增長7.8%；
實現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515萬元，同比增長34.3%；實現外貿進
出口總額165998萬元，同比增長152.5%。各項資料顯示，投資者仍
十分看好畹町的發展。同時，畹町的文化產業亦亮點紛呈，不但成
為了國內抗戰題材影視劇的熱門拍攝
基地，近年來很多著名影視作品如
《中國遠征軍》、《國家記憶》等都
曾到畹町取景拍攝，今年還開放了新
建的文化博覽一條街，把文化產業打
造成了畹町發展的新亮點。
瑞麗市副市長、畹町工委副書
記、管委主任李紅接受記者採訪時特
別強調： 「在今後的發展中，畹町老
城區將承擔起文化產業發展及進出口
人流安置的任務，與芒滿經濟區齊頭
並進，共繪畹町全新面貌。」

近日，德宏州經貿代表團一行在緬
甸曼德勒舉行簡短的經貿合作簽約儀
式，代表團成員中的4家企業與緬甸企
業達成合作協議，簽約4個項目共計
8662萬美元，涉及製藥、化工、機電、
紡織和水產品等多個合作項目。
德宏州經貿代表團自9月上旬赴緬
甸開展經貿合作交流以來，通過緊鑼密
鼓的宣傳推介、訪問會談、交流溝通，
除在經貿合作方面收穫頗豐外，更為增
進了中緬胞波情誼與人文交流。
（鄭紹健）

▲德宏經貿代表團赴緬簽約儀式現場

國慶到德宏
過中緬胞波狂歡節
「中國 • 瑞麗第十三屆中緬胞波狂
歡節」將於今年國慶黃金周期間在瑞麗
舉辦。
據悉，本屆狂歡節期間將舉行中緬
孔雀舞比賽、民族服飾比賽、牛車彩車
評選、民間藝術品展、潑水狂歡活動、
百味小吃美食文化活動、第六屆國際珠
寶文化活動以及 「神工獎」玉雕大賽、
紅木傢俱展、根雕大賽等豐富多彩的活
動。目前，德宏已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熱情歡迎各方賓朋屆時參會狂歡。
（李衛昌）

德宏潑水節、目瑙縱歌節
獲 「輝煌成就獎」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節慶全國交流大
會上，德宏州潑水節、目瑙縱歌節被大
會授予最高獎項—— 「輝煌成就獎」。
據了解，本次中國節慶全國交流大
會總結了30年來中國當代區域節慶的經
驗教訓，研討了中國當代節慶面臨的形
勢和問題，明確了今後的努力方向。德
宏州潑水節、目瑙縱歌節憑藉着在區域
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發揮出的重要
作用，以及為中國當代節慶探索與實踐
作出的突出貢獻，被大會授予最高獎項
「
輝煌成就獎」。

▲德宏畹町與緬甸九谷山水相連

